
1 7月03日 社團法人彰化縣觀護協會 現金         6,000 校務發展用 已依捐款目的執行完畢

2 7月05日 顏Ｏ洺 現金        70,000
供學生急難救助生活所需之

用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3 7月22日 明陽中學陳Ｏ義 現金         1,000
協助本校弱勢學生之生活或

學習補助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4 7月24日 竹東高中徐Ｏ淞、彭Ｏ林 現金         1,000
協助本校弱勢學生之生活或

學習補助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5 7月24日 世界高中張Ｏ澐 現金         1,000
協助本校弱勢學生之生活或

學習補助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6 7月24日 新竹市竹光國中 現金         1,000
協助本校弱勢學生之生活或

學習補助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7 7月24日
義民高中潘Ｏ仁、 徐Ｏ

妃
現金         1,500

協助本校弱勢學生之生活或

學習補助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8 7月24日
新竹市國際熱愛大自然促

進協會
現金         2,000

協助本校弱勢學生之生活或

學習補助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9 7月24日 新竹區觀護協會 現金         3,000
協助本校弱勢學生之生活或

學習補助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10 7月29日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

署
現金         3,600

協助本校弱勢學生之生活或

學習補助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11 8月06日
新竹市各機關學校員工消

費合作社聯合社
現金        40,000

協助本校弱勢學生之生活或

學習補助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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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8月06日 廖Ｏ珍 現金         1,000
協助本校弱勢學生之生活或

學習補助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13 9月04日 新竹市百合扶輪社 現金         5,000 充本校收容人中秋節加菜金 已依捐款目的執行完畢

14 9月04日 吳Ｏ霖 現金         3,000 充本校科技烘焙班材料費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15 9月04日 倪Ｏ蘭 現金         3,000 充本校科技烘焙班材料費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16 9月04日 張Ｏ媛 現金         5,000 充本校科技烘焙班材料費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17 9月04日 南興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現金         5,000 充本校科技烘焙班材料費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18 9月04日 蔡Ｏ娥 現金         5,000 充本校科技烘焙班材料費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19 9月04日 何Ｏ禎 現金         5,000 充本校科技烘焙班材料費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20 9月04日 涂Ｏ箎 現金         3,000 充本校科技烘焙班材料費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21 9月04日 劉Ｏ雪 現金        10,000 充本校學生就醫補助專用款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22 9月04日 周Ｏ朴 現金        10,000 充本校學生就醫補助專用款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23 9月04日 段Ｏ琪 現金        20,000 充本校學生就醫補助專用款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24 9月04日 羅Ｏ珍 現金        50,000 充本校學生就醫補助專用款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25 9月04日 呂Ｏ芸 現金         5,000 充本校學生就醫補助專用款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26 9月04日 蔡Ｏ芳 現金         5,000 充本校學生就醫補助專用款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27 9月04日 陳Ｏ丹 現金         5,000 充本校學生就醫補助專用款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28 9月04日 邱Ｏ秀 現金         5,000 充本校學生就醫補助專用款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29 9月04日 王Ｏ穎 現金        10,000 充本校學生就醫補助專用款 已依捐款目的執行完畢

30 9月9日 陳Ｏ 現金       100,000 充本校學生就醫補助專用款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31 9月9日 祁Ｏ秋 現金        20,000 充本校學生就醫補助專用款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32 9月9日 褚Ｏ瑾 現金        20,000 充本校學生就醫補助專用款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33 9月9日 社團法人台南市觀護協會 現金        10,000 充本校學生就醫補助專用款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34 9月12日 蕭Ｏ紅 現金         3,000
出、在校學生升學、就業、

急難清寒救助等經費使用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35 9月13日 陳Ｏ源 現金         5,000 充本校學生就醫補助專用款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36 10月2日 鄢Ｏ蘭 現金         2,000 充本校科技烘焙班材料費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37 10月2日 顏Ｏ洺 現金         3,200 充本校科技烘焙班材料費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38 10月4日 顏Ｏ洺 現金         9,000 充本校科技烘焙班材料費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39 10月17日 江Ｏ弘 現金         1,000 充本校科技烘焙班材料費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40 10月18日 台北原民扶輪社 現金        10,000 充本校教化教學活動費用 已依捐款目的執行完畢

41 10月18日 台北中城網路扶輪社 現金        10,000 充本校教化教學活動費用 已依捐款目的執行完畢

42 10月18日 台北上城扶輪社 現金        10,000 充本校教化教學活動費用 已依捐款目的執行完畢

43 10月18日 台北百城扶輪社 現金        10,000 充本校教化教學活動費用 已依捐款目的執行完畢



44 10月18日 台北城南扶輪社 現金        10,000 充本校教化教學活動費用 已依捐款目的執行完畢

45 10月18日 台北環宇扶輪社 現金        10,000 充本校教化教學活動費用 已依捐款目的執行完畢

46 10月18日 台北傳齊扶輪社 現金        10,000 充本校教化教學活動費用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47 10月18日 台北百合扶輪社 現金        10,000 充本校教化教學活動費用 已依捐款目的執行完畢

48 10月18日 台北客家扶輪社 現金        10,000 充本校教化教學活動費用 已依捐款目的執行完畢

49 10月18日 台北城中扶輪社 現金        10,000 充本校教化教學活動費用 已依捐款目的執行完畢

50 10月22日 吳Ｏ岳 現金         1,000 充本校科技烘焙班用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51 10月22日 林Ｏ伶 現金         1,000 充本校科技烘焙班用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52 10月22日 張Ｏ珠 現金         1,000 充本校科技烘焙班用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53 10月22日 陳Ｏ英 現金         1,000 充本校科技烘焙班用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54 10月22日 持Ｏ妹 現金         2,000 充本校科技烘焙班用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55 10月23日
有限責任新竹市各機關學

校員工消費合作社聯合社
現金         2,000 充本校科技烘焙班用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56 10月24日 社團法人台南市觀護協會 現金         6,000 充本校科技烘焙班用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57 10月25日
義民高級中學徐Ｏ妃、潘

Ｏ仁
現金         2,000 充本校科技烘焙班用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58 10月25日 基隆市觀護協會 現金         5,000 充本校科技烘焙班用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59 10月25日 竹北高中家長會 現金         1,000 充本校科技烘焙班用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60 10月25日 福將人力工程行 現金         3,000 充本校科技烘焙班用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61 10月25日
監察院司法及獄政委員會

王Ｏ華
現金         2,000 充本校科技烘焙班用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62 10月28日 春池玻璃實業有限公司 現金         5,000 充本校科技烘焙班用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63 10月28日 朱Ｏ誠 現金         1,000 充本校科技烘焙班用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64 10月31日 新竹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現金        50,000 充本校科技烘焙班用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65 10月31日 中華青少年關懷協會 現金        20,000 充本校科技烘焙班用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66 11月6日 顏Ｏ洺 現金         2,000 充本校科技烘焙班材料費用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67 11月19日
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桃

園女子監獄員工消費合作
現金        50,000 充本校科技烘焙班用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68 11月19日 顏Ｏ洺 現金         2,000 充本校科技烘焙班材料費用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69 11月19日 黃Ｏ穎 現金         2,000 充本校科技烘焙班材料費用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70 11月19日 李Ｏ毅 現金         2,000 充本校科技烘焙班材料費用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71 11月25日 尹Ｏ樑 現金       599,584 充本校科技烘焙班材料費用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72 11月26日 顏Ｏ洺 現金         7,000 充本校獎學金用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73 12月10日 洪Ｏ永 現金        10,000
出、在校學生升學、就業、

急難清寒救助等經費使用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74 12月10日 台北市台北扶輪社 現金         1,000 充本校教化教學活動費用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75 12月12日
財團法人台灣更生保護會

新竹分會
現金       150,000 急難救助計畫 已依捐款目的執行完畢



76 12月12日
財團法人台灣更生保護會

新竹分會
現金        50,000

蝶谷巴特藝術教育再生工坊

用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77 12月31日
財團法人台北市少年友愛

文教基金會
現金        50,000 充本校學生生活補助費用

仍按捐款目的繼續執行

中


